第四十三屆輔大青韻獎活動簡章

主辦單位：
輔仁大學 43 屆青韻獎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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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動日期表
日期

事項

9/14-10/04 Demo 初賽報名 （10/04 晚上 23:59 截止）
10/05-10/12 Demo 初賽評審評分

10/14

公布複賽晉級名單、序號於 FB 粉專
確認複賽參賽曲目與配置(可至樂台計畫做變更至 10/16

10/16

晚上 23:59 截止)
創作組截止繳交歌詞至「樂台計畫」平臺（10/16 晚上
23:59 截止）

10/17

最終確認複賽比賽參賽曲目、配置與序號(不可變更)，
並公布於 FB 粉專

10/31

複賽

11/02

公佈晉級決賽名單、序號於 FB 粉專

11/04

11/05
11/29

確認決賽參賽曲目與配置(可至樂台計畫做變更至 11/04

晚上 23:59 截止)
最終確認決賽比賽參賽曲目、配置與序號(不可變更)並
公布於 FB 粉專
決賽

二、比賽辦法
1. 參賽資格
符合下列三項任一資格即可參賽:
一. 18 歲(含)以上至 25 歲(含)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
二. 全國大專院校，擁有在學證明之在校學生(含碩、博士生)

三. 具本國國籍之海外學生，並擁有與本國大專院校同等學歷在學證明者(含碩、博士生)
※ 第一項之證明文件為國民身分證，第二及第三項之證明文件為各大專院校之學生證(須
蓋有當學期註冊章)或任何可證明在校身分之文件。

※ 決賽之伴奏樂手亦須符合參賽資格。
※ 如重新改編歌曲，編曲者亦須符合參賽資格。

2. 比賽分為 Demo 初賽、複賽、決賽三階段。

3. 主辦單位(第四十三屆輔大青韻獎籌備團隊)保留更改各階段入圍人數之權
力。

三、評分標準
Demo 初賽
獨唱組：音色 35%／技巧 35%／詮釋 30%

重唱組：音色 35%／技巧 35%／詮釋 30%
創作組：詞曲 60%／編曲 40%

複賽/決賽
獨唱組：音色 25%／技巧 25%／詮釋 30%／台風 10%／編曲 10%
重唱組：音色 25%／技巧 25%／詮釋 30%／台風 10%／編曲 10%
創作組：詞曲 50%／整體呈現 30%／編曲 20%

※ 評審只評比合乎規則的部分，違反規則之部分將不予計分。
Ex：使用伴唱或全曲清唱編曲部分將視為 0 分。

四、報名費用
Demo 初賽
獨唱組: 200 元/組
重唱組: 200 元/組

創作組: 200 元/組

複賽
獨唱組：400 元/組
重唱組：600 元/組
創作組：400 元/組

※ 入圍複賽的參賽者將於複賽報到當天獲得青韻原創小獎品。
※ 因今年評審規格提高，報名費用略為增加，敬請參賽者們見諒。

五、參賽規則
✓ 獨唱組
Demo 初賽
1. 將 Demo 作品以個人帳號上傳至 StreetVoice「43 屆輔大青韻獎獨唱組」徵選活
動，並於報名系統中附上徵選頁面之音檔連結。
2. 初賽名額：200 組，額滿為止。
3. 以一人清唱為限，時間至多一分鐘（以 Google Chrome 顯示之 StreetVoice 時間為
準），不得對人聲進行後製，亦不得出現其他聲音。
4. 檔名須為「43 獨唱組_姓名_曲目」，若檔名不符則不予採用。
5. 須套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獨唱組 Demo 專用圖片，使用其他圖片則不予採用。
6. 每組於報名系統中僅得附上一份 StreetVoice 之 Demo 連結。
7. 如需重新錄製、上傳，必須主動將新的 Demo 連結寄信至輔大青韻獎官方信箱：

fjuchinyun43@gmail.com，且不得更改曲目。
8. 請於 10/4（日）晚上 23:59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 元整。
9. 複賽入圍名單將於 10/14(三)公佈於官方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。

複賽
1. 時間：2020 年 10 月 31 日（六）
2. 複賽錄取名額：30 組。

3. 10/14 複賽入圍名單公布後，無重大原因不得要求更動序號，若有不可抗拒因素，請
於 10/16 下午 17:00 前傳訊息到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告知。
4. 請於 10/18(日)17:00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400 元整。
5. 獨唱需只有單人聲（不得合音），伴奏以純音樂方式為主，參賽者至多六人。伴奏樂
器與人聲須現場演出，不得以伴唱帶、事前預錄等方式伴奏與演唱。
6. 複賽曲目需和 Demo 初賽曲目相同。決賽則可依個人意願更換。
7. 複賽測試時間上限為 3 分半，比賽時間為 2 分半 （最多共 6 分鐘）。
8. 比賽時間開始，2 分半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
決賽
1. 時間:2020 年 11 月 29 日(日)
2. 決賽錄取名額：10 組
3. 獨唱需只有單人聲（不得合音），伴奏以純音樂方式為主，參賽者至多六人。伴奏樂
器與人聲須現場演出，不得以伴唱帶、事前預錄等方式伴奏與演唱。
4. 複賽與決賽所選歌曲可不同。
5. 當天上午另有彩排時間，測試時間 2 分鐘，比賽時間 6 分鐘(共 8 分鐘)。
6. 比賽時間開始，6 分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⚫

為避免影響演出，複賽與決賽皆不響短鈴提醒。比賽現場皆備有碼表，請參賽者不必擔
心。

⚫

比賽當天請參賽者攜帶相關身分證件(詳見參賽資格之注意事項)，否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⚫

請於報到時間內至指定地點報到。報到時間內（規定檢錄時間 15 分鐘後未到）則視為
棄賽，報名費用不予退還。

✓ 重唱組
Demo 初賽
1. 將 Demo 以個人帳號上傳至 StreetVoice 「43 屆輔大青韻獎重唱組」徵選活動，並於
報名系統中附上徵選頁面之音檔連結。
2. 初賽名額：100 組，額滿為止。
3. 以最少兩人，至多七人清唱為限，時間至多一分鐘（以 Google Chrome 顯示之
StreetVoice 時間為準），不得對人聲進行後製，亦不得出現其他聲音。
4. 檔名須為「43 重唱組_姓名_曲目」，若檔名不符則不予採用。
5. 須套用主辦單位提供之重唱組 Demo 專用圖片，使用其他圖片則不予採用。

6. 每組於報名系統中僅得附上一份 StreetVoice 之 Demo 連結。
7. 如需重新錄製、上傳，必須主動將新的 Demo 連結寄信至輔大青韻獎官方信箱：
fjuchinyun43@gmail.com，且不得更改曲目。
8. 請於 10/4(日）晚上 23:59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 元整。
9. 複賽入圍名單將於 10/14（三）公佈於官方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。

複賽
1. 時間：2020 年 10 月 31 日(六)
2. 複賽錄取名額：15 組。
3. 複賽入圍名單公布（10/14）後，無重大原因不得要求更動序號，若有不可抗拒因素，
請於 10/16 下午 17:00 前傳訊息到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告知。
4. 請於 10/18(日)17:00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600 元整。
5. 參賽者兩人以上至多七人。可以重唱、齊唱、合唱等形式進行比賽。伴樂器須現場演
奏，不得以伴唱帶、事前錄音人聲等之方式伴奏。
6. 複賽曲目需和 Demo 海選曲目相同，決賽則可依個人意願更換。
7. 複賽測試時間上限為 3 分半，比賽時間為 2 分半（最多共 6 分鐘）
8. 比賽時間開始，2 分半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
決賽
1. 時間：2020 年 11 月 29 日（日）

2. 決賽名額： 5 組
3. 參賽者兩人以上至多七人。可以重唱、齊唱、合唱等形式進行比賽。伴奏
樂器須現場演奏，不得以伴唱帶、事前錄音人聲等之方式伴奏。
4. 複賽與決賽所選歌曲可不同。
5. 決賽當天上午另有彩排時間，測試時間 2 分鐘，比賽時間 6 分鐘(共 8 分鐘)。
6. 決賽時，比賽時間開始，6 分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
⚫

為避免影響演出，複賽與決賽皆不響短鈴提醒。比賽現場皆備有碼表，請參賽者不必擔
心。

⚫

比賽當天請參賽者攜帶相關身分證件(詳見參賽資格之注意事項)，否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⚫

請於報到時間內至指定地點報到。報到時間內(規定檢錄時間 15 分鐘後未到)則視為棄
賽，報名費用不予退還。

✓ 創作組
Demo 初賽
1. 將 Demo 以個人帳號上傳至 StreetVoice 「43 輔大青韻獎創作組」徵選活動，並於報
名系統中附上徵選頁面之音檔連結。
2. 初賽名額：100 組。
3. 比賽歌曲須為原創歌曲，長度 6 分鐘為限，錄製方法不限。
5. 報名創作組者，至少一位原創者須參與比賽。
6. 檔名須為「43 創作組_團名_曲目」，若檔名不符則不予採用。
7. 須套用主辦單位提供之創作組 Demo 專用圖片，使用其他圖片則不予採用。
8. 若作品有歌詞，請於 StreetVoice 音檔之「歌詞」欄位附上完整歌詞。
9. 每組於報名系統中僅得附上一份 StreetVoice 之 Demo 連結。
10. 請於 10/4(日）晚上 23:59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 元整。
11. 如需重新錄製、上傳，須主動將新的 Demo 連結寄信至輔大青韻獎官方信箱：
fjuchinyun43@gmail.com，且不得更改曲目。

12. 複賽入圍名單將於 10/14(三)公佈於官方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。

複賽
1. 時間：2020 年 10 月 31 日（六）

2. 複賽名額：20 組。
3. 複賽入圍名單公布(10/14)後，無重大原因不得要求更動序號若有不可抗拒因素，請於
10/16 下午 17:00 前傳訊息到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告知。
4. 請於 10/18(日)17:00 前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 400 元整。

5. 參賽者至多七人，配置可依個人意願安排。伴奏樂器須現場演奏。
6. 需至少一位原創者須參與比賽。
7. 複賽曲目需和 Demo 海選曲目相同，決賽則可依個人意願更換。
8. 複賽測試時間，上限為 5 分鐘，比賽為 4 分鐘(最多共 9 分鐘)
9. 比賽時間開始，4 分鐘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
決賽
1. 時間：2020 年 11 月 29 日（日）
2. 決賽名額：5 組
3. 比賽歌曲須為原創歌曲。參賽者至多七人，配置可依個人意願安排。伴奏樂器須現場
演奏。
4. 複賽與決賽所選歌曲可不同
5. 至少一位原創者須參與比賽。
6. 決賽當天上午另有彩排時間，測試時間 2 分鐘，比賽時間 6 分鐘(共 8 分鐘)。
7. 決賽時，比賽時間開始，6 分響長鈴，長鈴聲響畢直接消音。
⚫

為避免影響演出，複賽與決賽皆不響短鈴提醒。比賽現場皆備有碼表，請參賽者不必擔
心。

⚫

比賽當天請參賽者攜帶相關身分證件(詳見參賽資格之注意事項)，否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⚫

請於報到時間內至指定地點報到。報到時間內（規定檢錄時間 15 分鐘後未到）則視為
棄賽，報名費用不予退還。

六、報名辦法
步驟一：透過 LINE 或掃描 QR Code，加入「樂台計畫」成為好友。
步驟二：點擊下方橘色「立即報名參賽」按鈕，點擊上方「報名」按鈕認證 後，點選
「青韻獎」即可進入青韻表單填寫畫面。
步驟三：填選完成後，參賽者會得到一組期限為三天的繳費代碼，參賽者需 透過 ATM 匯款
至繳費帳戶後，會收到 LINE APP 繳費完成的通知(一個工作天)，即算報名完成。

特別提醒：
單次報名會產生 15 元的手續費。 (手續費以一筆交易為單位與參賽組別、報名費用

※

無關)
※

參賽者若未於繳費代碼產生後 3 天內繳費，則視為未報名，需重新填寫報名表單。

※

若於該院校報名截止期限前取消報名則退報名費用之 50% (截止後 3 到 14 個工作
天)，超過報名截止期限則不予退費。

七、參賽者注意事項
1. 同一人不可跨隊重複參加同一組，但可跨組重複參加比賽。
2. 複賽與決賽除了演唱者與樂手必須相同，配置/編曲皆可不同，若要新增編曲者資料/伴
奏資料/更改演唱曲目等需在複、決賽指定時間內完成更改。
3. 複賽比賽順序由電腦程式亂碼抽出，並於 10 月 14 日在輔大青韻獎粉絲專頁公布比賽
順序;決賽比賽順序由電腦程式亂碼抽出，並於 11 月 2 日在輔大青韻獎粉絲專頁公布
比賽順序。請注意，複賽與決賽順序公布後若無重大因素皆無法變更，若有不可抗拒
因素，複賽參賽者請於 10 月 16 日下午 17:00 前傳訊息到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
韻獎）告知，決賽參賽者請於 11 月 4 日下午 17:00 前傳訊息到粉絲專頁
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告知。
4. 複賽於 10 月 17 日 23 : 59 後不可更動曲目以及配置; 決賽於 11 月 5 日 23 : 59 後不
可更動曲目以及配置。

5. 參賽者如需使用吉他、合成器、電腦及編曲設備請自行攜帶，賽場將提供一套爵士
鼓、兩把電木吉他和一台數位電子琴，參賽者請自行斟酌使用。

6. 如有歌詞，創作組請於報名時一同上傳至「樂台計畫」平臺之「歌詞」欄位給評審作
為參考，此作品不得有經紀約，同時請於 10 月 16 日晚上 23:59 前將歌詞寄至輔大青
韻獎信箱 fjuchinyun43@gmail.com， 撰寫信件主旨為檔案名稱：組別+代表姓名+
歌名，未在規定時間內繳交者，即取消資格。
7. 比賽當天請每位參賽者攜帶學生證或可證明身份之文件，無證件者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8. 輔大青韻獎單位保留修改、終止、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。
9. 因應賽制更改，今年取消饒舌組，請參賽者們不要誤報。

10. 如有任何問題，請私訊四十三屆輔大青韻獎粉絲專頁（FB 搜尋：輔大青韻獎）。
11.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(COVID-19)疫情尚未穩定，比賽地點日後將於輔大青韻獎粉
絲專頁另行公佈。

八、獎勵辦法

※

組別

獎項

獨唱組

前三名、最佳樂手(1 名)

重唱組

前三名、最佳樂手(1 名)

創作組

第一名、最佳編曲(1 名)、最佳作詞(1 名)

特別獎

最佳人氣獎(1 名)

獨唱、重唱組
1. 第一名參仟元、第二名兩仟元、第三名壹仟元獎金，並各頒發獎狀。
2. 最佳樂手頒發獎狀及壹仟元獎金。

※

創作組
1. 第一名頒發獎狀及參仟元獎金。
2. 最佳編曲、最佳作詞各頒發獎狀及壹仟元獎金。

※

最佳人氣獎
1. 將進入決賽之選手的初賽片段公布於粉專，以按讚（表情符號和讚都算）、分享人
數作為評分標準，讚數加分享次數最多者，即獲得此獎項。（11/28 23:59 截止）
2. 一個帳號限分享一次，重複分享者無效。
3. 頒發青韻原創獎品、獎狀

